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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商務英語體驗營 Global Business English Camp 

Host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

 

This coming winter vacation, please join with us for an exciting learning 

program at th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. Challenge yourself in college-

level academics. Meet new friends from around the world. Strengthen your 

college application. And build important life skills that can make your future 

college experience a success.  

明年寒假，和我們一起來參加中國文化大學所舉辦的「全球商務英語體驗營」，在

專業學術環境中實現自我挑戰，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新朋友，也可以讓您的大學申

請更加亮眼。此次課程內容相當豐富有趣，教授們除了分享商務知識外，此體驗營

也必成為您未來大學生活成功的起點。 

 

活動資訊 

營隊日期︱112 年 2 月 4 日星期三 09:00-17:00 

活動地點︱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建國本部（大夏館） 

    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 231 號 

開放名額︱40 

報名連結︱https://ap2.pccu.edu.tw/uCamp/  

聯繫窗口︱葉璨銘老師，(02)2861-0511 #11308 

     電子信箱 ycm@ulive.pccu.edu.tw 

線上提問︱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CCUSummerCamp/  

  

https://ap2.pccu.edu.tw/uCamp/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CCUSummerCamp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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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商務英語體驗營 Global Business English Camp 

Host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

 

營隊流程與課程介紹 

 

時間 營隊流程 課程介紹 

09:00-09:30 報到  

09:30-10:30 相見歡  

10:30-10:40 休息時間  

10:40-12:00 
Marketing Adventure 

行銷奇遇 

「歡迎光臨！請問需要集點嗎？」是不是常常聽到超商

店員說出這句話，小心～你已經掉入遊戲化行銷

(Gamification marketing)的陷阱囉。 

12:00-13:00 午餐  

13:00-14:30 

How to be a 2.0 

entrepreneur in the 21
st

 

century? 

如何成為 21 世紀 

2.0 版的新創家 

你知道「永續發展」是什麼嗎？ 

剛剛做捷運過來的你，就是永續發展的小幫手，但企業

該如何與永續發展聯結呢？ 

讓我們細細帶你知道聯合國(UN)「永續發展目標」與

2.0 新創企業之間的關聯性 

14:30-14:40 休息時間  

14:40-15:40 
Road to Riches 

通往財富的道路 

「錢沒有不見，只是變成喜歡的模樣」，真的不要再被

老闆們騙，成為下一個東方一直 buy…。 

讓我們為你打造財務自由的神奇夢想！ 

15:40-16:00 休息時間  

16:00-17:00 分享與總結  

17:00- 賦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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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U Ready! 社工夯什麼 

Host 社會福利學系 

 

你知道社工是什麼嗎？為什麼「社會工作」越來越夯？ 

一位「專業的助人工作者」，除了愛心，更重要的是專業工作方法！ 

本次營隊帶你瞭解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的基本面貌， 

從自我探索、認識服務場域、認識相關職場到完成一副屬於自己的生涯想像圖， 

我們專為高中生規劃的社工體驗營上線啦～～R U Ready～～ 

 

活動資訊 

營隊日期︱112 年 2 月 4 日星期三 09:00-17:00 

活動地點︱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建國本部（大夏館） 

    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 231 號 

開放名額︱40 

報名連結︱https://ap2.pccu.edu.tw/uCamp/  

聯繫窗口︱葉璨銘老師，(02)2861-0511 #11308 

     電子信箱 ycm@ulive.pccu.edu.tw 

線上提問︱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CCUSummerCamp/  

  

https://ap2.pccu.edu.tw/uCamp/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CCUSummerCamp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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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U Ready! 社工夯什麼 

Host 社會福利學系 

 

營隊流程與課程介紹 

 

時間 營隊流程 課程介紹 

09:00-09:30 報到  

09:30-10:30 
我的主場 

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 

從社學、社福到社工，你認識多少？讓我們透過簡單的課

程，介紹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的服務場域，以及場域中的

專業工作角色、跨專業合作形態，瞭解志工、社工的差異。

提供交流討論機會，協助學員認識職涯場域，並進一步預

想生涯藍圖。 

10:30-10:40 休息時間  

10:40-12:00 
以心相許 

我想當社工 

「我喜歡…」「我的個性…」，是不是還不清楚自己到底適

不適合社會福利學系？幸好我們為你規劃簡易的心理測

驗，來場你與自己、你與社會福利、你與社會工作的探索

之旅。 

12:00-13:00 午餐  

13:00-14:30 
談心時間 

我的家庭真可愛 

會談技巧就跟數學一樣，不會就是不會 

但…我們會!!!讓我們帶你透過實際的活動設計參與，演練

簡短會談、蒐集個人及家庭資訊、練習繪製家系圖，逐步

了解社會工作基礎工具的重要性及基礎使用方法。 

14:30-14:40 休息時間  

14:40-15:40 
夢想、希望、助人者 

「鼓動」的探索團體 

狂風暴雨的海誰在等待，我們是真正的社工！ 

用真心真愛鼓動，寫屬於你和我的 Social Group Work! 

文化大學的暖冬，帶您參與團體方案活動與其他學員互

動，體驗社會工作直接服務方法－「團體工作」。 

15:40-16:00 休息時間  

16:00-17:00 
R U Ready? 

社工生涯起步走 

準備好成為社福、社工人了嗎？ 

製作屬於你的學習歷程書箴，起步走向社會福利學系~ 

17:00- 賦歸  

  



5 

 

 

無所不在的【政治、經濟】與生活日常 #炎上政經 

Host 政治學系、經濟學系 

 

鍵盤打字誰不會？帶你炎上政府，斜槓出政經人才！政府福利真的有到位嗎？立法

委員只會打架嗎？在決策時該如何選擇出正確的機會成本？新科技代表著進步，還

是背後隱藏著陰謀？讓我們帶你一起探索每個議題論點背後的「政經不正經」！ 

「你」有種來炎上嗎！ 

 

活動資訊 

營隊日期︱112 年 2 月 4 日星期三 09:00-17:00 

活動地點︱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建國本部（大夏館） 

    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 231 號 

開放名額︱40 

報名連結︱https://ap2.pccu.edu.tw/uCamp/  

聯繫窗口︱葉璨銘老師，(02)2861-0511 #11308 

     電子信箱 ycm@ulive.pccu.edu.tw 

線上提問︱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CCUSummerCamp/  

  

https://ap2.pccu.edu.tw/uCamp/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CCUSummerCamp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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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所不在的【政治、經濟】與生活日常 #炎上政經 

Host 政治學系、經濟學系 

 

營隊流程與課程介紹 

 

時間 營隊流程 課程介紹 

09:00-09:30 報到  

09:30-10:30 相見歡  

10:30-10:40 休息時間  

10:40-12:00 
【#炎上】 

你的微笑曲線 

你知道產品附加價值越高，你的笑容也就跟微笑曲線正

比升高😊，而一走出門，你就開始消費自由財!讓我們

透過團康活動，讓你的笑容比微笑曲線還高，交朋友比

花費的自由財一樣多! 

12:00-13:00 午餐  

13:00-14:30 
【#炎上】 

無處不在的政府 

你是忘記，還是害怕想起來…。 

你以為最常接觸的是選舉嗎？其實政府無處不在，從出

生搖籃到死亡墳墓，就學時期的打工、留學、就學貸款

等等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政府服務，它一直在身邊…。 

14:30-14:40 休息時間  

14:40-15:40 
【#炎上】 

科技政治 vs. 政治科技 

研究指出：台灣人每日使用網路的時間高達 8 小時。你

是否也被網路控制思想了嗎？ 

究竟新科技發展的黑暗面是甚麼？網軍操縱的民意？媒

體散播的假新聞？你所看到的是真相嗎？大數據和人工

智能是政治的福音，還是位政治帶來消亡？讓我們探討

新科技如何成為社會控制的手段。 

15:40-16:00 休息時間  

16:00-17:00 分享與總結  

17:00- 賦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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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造你的健康雙「營」- 維特（weight）無家日 

Host 保健營養學系 

 

已經把減肥掛在嘴邊多少年了，畢業在即，你真的不會帶著維特（weight）升上

大學吧。現在跟著我帶你「營」在起跑點，打造維特無家日，將營養、食品知識與

生活進行有效串連，創造屬於你的健康雙「營」。 

 

活動資訊 

營隊日期︱112 年 2 月 4 日星期三 09:00-17:00 

活動地點︱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建國本部（大夏館） 

    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 231 號 

開放名額︱40 

報名連結︱https://ap2.pccu.edu.tw/uCamp/  

聯繫窗口︱葉璨銘老師，(02)2861-0511 #11308 

     電子信箱 ycm@ulive.pccu.edu.tw 

線上提問︱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CCUSummerCamp/  

  

https://ap2.pccu.edu.tw/uCamp/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CCUSummerCamp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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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造你的健康雙「營」- 維特（weight）無家日 

Host 保健營養學系 

 

營隊流程與課程介紹 

 

時間 營隊流程 課程介紹 

09:00-09:30 報到  

09:30-10:30 保健營養「營」什麼  

10:30-10:40 休息時間  

10:40-12:00 驚！食安風暴來襲 

天氣變冷了來個熱騰騰的火鍋吧！ 

「疑，怎麼飄來自來水的味道」原來是你所接觸的外食

也可能有食安風暴！從筷子、碗筷到飲用水等等，到底

要怎麼才能吃得健康又衛生，我們將帶你透過快速篩檢

方式，了解餐具中澱粉是否殘留以及自來水與飲用水中

氯的殘留量是否超過標準值，食的安心，健康登大人。 

12:00-13:00 午餐  

13:00-14:30 
維特無家日 

體重 vs. 體脂煩惱 

「看看我的雙下巴和游泳圈！畢業典禮前真想擁有一個

健康體態～」維特（weight）的煩惱 

帶你了解人體組成、相關代謝與健康的重要性，經由身

體組成分析儀測量身體肌肉與脂肪重量及比例，了解自

身健康狀況，認識健康飲食，實踐理想體重的生活。 

14:30-14:40 休息時間  

14:40-15:40 
食的科學 

褐變奧秘 

食品在加工過程中或長期貯存於濕熱環境下，其所含的

氨基化合物如蛋白質、氨基酸及醛、酮等與還原糖相

遇，經過一系列反應生成褐色聚合物的現象稱為褐變反

應 (Browning)，簡稱褐變。 

透過實驗讓你了解褐變對食品之影響、酵素與非酵素性

褐變差易、食物褐變變色機制、影響因子及防止方法。 

15:40-16:00 休息時間  

16:00-17:00 預約我的營養人生 

解決食安風暴、拋開維特煩惱、掌握褐變奧秘，接下來

與「未來」的自己說話，提供自己持續前進的動力，預

約更好的「營養」人生。 

17:00- 賦歸  

 


